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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共构：董仲舒儒家学说与孔孟学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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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子主张以“仁”为核心，提出了独特的“义利观”，构建了儒家学说的主体结构。孟子主

张“性善论”，提出“仁政”思想，在孔子的思想上对儒家学说进行了发展。“孔孟学说”学说经过董仲

舒的革新，适应了大一统社会的发展，但与孔孟学说相比具有一定差异。汉武帝之后，儒家学说成为中国

传统社会的文化主体和主流意识形态。本文通过比较两种学说之间的差异性，有助于我们增强文化自信，

为认识儒家文化提供较为新颖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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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fucius advocated benevolence as the core and put forward a unique view of righteousness 
and interests,  constructing the main structure of Confucianism. Mencius advocated the theory of goodness of 
nature and put forward the thought of benevolent government, which developed Confucianism on the thought of 
Confucius. After dong Zhongshu's innovation, Confucianism adap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unified society, but 
compared with Confucius and Mencius, there are certain differences. After emperor Wudi , Confucianism became 
the main cultural subject and mainstream ideolog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heories, this paper will help us enhance our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provide a relatively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Confucia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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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儒”的源头 
任何一种学说的探讨，都要追本溯源，才能对

它有全面的认识。在《说文解字》中记载“儒，柔

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儒”是一个阶层

或者是一种职业，但是对于“儒”的思考有许多不

同的看法。章太炎先生曾说：“儒者是指一种以宗

教为生的职业，负责治丧、祭神等宗教仪式，“以

求雨者谓之儒，故曾晳之狂而志舞雩”。不同的人

对“儒”做出的思考是有差异的[1]。 

西周时期，官僚体系比较完善的情况下，“儒”

也是作为一个阶层而存在，在《周礼•天官》中记载

“四曰儒，以道得民”可以分析出“儒”的性质，

而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对“儒”有一种崭新的认

识与思考[2]。在《论语 •雍也》中“子谓子夏曰：“女

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儒”在孔子看来，作

为一种思想理念，并非是一种职业或者阶层。孔子

的儒家思想在继承和总结了夏商周三代时期的早期

理念，受到了殷礼和西周礼乐制度的感染，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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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周时期的经典《诗经》、《周易》等书中汲取

精华，在儒家经典《论语•为政》中“殷因于夏礼，

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

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记载可得出“礼”的思

想对儒家学说的影响非常大。孔子从之前文献中借

鉴、吸收，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体系，

从而奠定了儒家学说的基础。 
2 孔孟学说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在《论语》中有很

多关于“仁”的论述，孔子对“仁”的理解有非常

深的认识。“仁”不仅是一种思想，更是一种实践，

把“仁”的思想贯彻到具体的实践中，“仁”被提

高到一个非常抽象的高度，但是又非常的具体，看

上去是非常矛盾的，但是它是非常合理的。孔子曾

说过：“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3]这是孔子对“仁”的具体理解。儒家学说是在一

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产生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

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儒家为了

维护社会秩序，把礼乐思想融入到儒家学说中，成

为了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严格的社会等级秩

序是礼乐思想的具体实践，而这种思想在后来的发

展中得到了继承。孔子以“仁”为核心，还强调了

“德”的重要性，提出了“仁”是“德”的精神内

涵，是德的核心价值所在的观点。“仁”、“义”、

“礼”、“智”、“信”等是孔子儒家学说的重要

组成部分。 
孟子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对孔子的儒

家思想做出了全新的解释，他在孔子的基础上发展

了儒家思想，使儒家思想更加具有活力。孟子继承

了“仁”的基本含义，在《孟子•尽心下》中“仁也

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维护了“仁”

的地位，把“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主张仁

义并举。而在《孟子•尽心上》中“万物皆备于我矣, 
反身而诚, 乐莫大焉”，他注重人的生命与价值，从

一个崭新的视角进行了思考，把孔子“仁”的思想

进一步发展，丰富了儒家学说。“性善论”主张人

性本善，是孟子论述仁与义的一种理论支持，孟子

的“仁政”思想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孔子在

《论语•卫灵公》中“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

身以成仁”的记载；孟子在《孟子•告子上》中“生

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

而取义者也”，两人在对待“仁”这一思想的时候

是有差异的，孔子把“仁”上升到一种新的境界去

思考，而孟子却主张仁义并重。孔子虽然提出“义

利观”，但是他把“义”和“利”相比较，两者之

间的思考是有差异的。孟子对儒家学说的发展不仅

仅是在思想方面，他还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都进行了思考，进一步充实了儒家学说。 
先秦时期，社会正处于一个大分裂、大变革时

期，儒家思想为了维护社会的等级秩序，在百家思

想活跃的时代，成为了当时社会的重要学说之一。

儒家学说经过孔子的建立，孟子的发展与完善，二

者思想的结合，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孔孟儒家学说，

对儒家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孔孟学

说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发展的过程中，儒

家学说经历了衰落和复兴时期。经过儒学大师董仲

舒的革新与发展，在孔孟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董

仲舒新儒学思想，而这一思想适应了中国传统社会

的发展，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影响了

中国文化的理念与思维。 
3 董仲舒的新儒学说 
董仲舒的新儒学不是对孔孟儒学简单的重复，

而是对孔孟学说的创新，在吸收了法家、墨家、阴

阳家等众多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儒家学

说，它是众多思想的集成，这也是董仲舒思想和孔

孟思想的一个最大差异。董仲舒在理论思想创新的

同时，儒家思想与现实相结合，这为儒家思想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在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各学说可以互相交流，但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和各

个学说之间的对立使得交流的机会丧失，导致每一

学术派的思想具有一定封闭性和不足，不能完全适

应社会的发展。董仲舒新儒学思想的形成影响了中

国社会的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天人合一”思想是董仲舒新思想的基本特征，

对“天人感应”学说的发展，但是这一思想并不是

董仲舒的原创，思想渊源比较早。《尚书》中说:“惟
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
[4]，天人关系的研究在夏商周时期就已出现，而董

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发

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董仲舒在借鉴了阴阳学

家的基础上，把这一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度，使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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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之上还有一个“隐藏的最高统治者”，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君主的权力，但是也使得这一思想更加神

秘化。孔孟学说对天人关系也进行过思考，孔子主

张“为仁由己、人能弘道”的理念，强调人自身的

作用，同时他又强调人不能支配一切，主张知天命，

对待天人关系上，他具有保守性。而孟子从人性的

角度来进行思考，孟子认为“人有天赋的善心，乃

是仁、义、礼、智的萌芽，即所谓四端，主张尽其

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所以立命也”。

他通过性善论把天与人结合起来来解释天人关系。

因此，董仲舒的“天人思想”与孔孟的“天人思想”

是有差异的。 
“三纲五常思想”是董仲舒新儒学说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理论。先秦时期的

孔孟学说对社会关系进行思考时，把它归结为君臣、

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类；孟子提出“父子有

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的思想,孔子认为忠于君主是第一位的，这是孔子对

君臣关系的理解。孟子在《孟子•离娄下》中“君之

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

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可以看出

孟子反对对君主的绝对忠诚，君臣关系具有相对性；

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学说，形成了君主臣辅、父主子

辅、夫主妻辅，形成了三种伦理准则，而君主臣辅

原则确立了君主的绝对权威和严格的等级秩序。董

仲舒认为：“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

也，此人之所以上类天也”。董仲舒把“三纲思想”

和“天人合一思想”结合在一起，使得这一思想具

有神圣性[5]；五常指“仁、义、礼、智、信”，这

是先秦儒家学说的基本内涵。董仲舒把这两种思想

的结合，进一步全面的解释了封建伦理道德，确立

基本的伦理秩序关系。先秦时期孔孟学说提出的“五

常思想”是董仲舒新思想的重要来源，它是对整个

社会的道德要求，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在今天仍然

具有现实意义。董仲舒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创新，把

这种理念与天人关系结合起来，使得这一思想具有

神秘性和神圣性，这是董仲舒学说和孔孟学说的差

异之一，这一思想对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和中国传统

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君权神授”思想是董仲舒政治思想中一个独

特的概念，这一思想的产生对中国的封建统治产生

了重大的影响，为统治者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

董仲舒的“君权神授”理念是根据西汉王朝的现实

情况，结合儒家学说的核心价值观“仁”，进行了

新颖的、富有哲理意义的阐释。董仲舒在解释“王”

这一概念时说：“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

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

中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 是故王者唯天之施，

施其时而成之，法其命而循之诸人，法其数而以起

事，治其道而以出法，治其志而归之于仁。”董仲

舒把“仁”的思想和君权神授理念相结合，如果统

治者失去了“仁”的支持，它的合法性也会受到动

摇，一定程度上要求君主重“仁”的理念。“君权

神授”思想和“天人合一”思想具有一定的联系，

他提出了：“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

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命所降，必有

符瑞所现。“天下之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

应诚而至[6]。两种思想的结合为君主的统治提供了

神秘色彩和绝对的权威。董仲舒在提高统治者权威

的同时，他也把统治者的权力进行了一个制约，在

君主权力的上方赋予了上天的神秘统治色彩。因此

“君权神授”的思想是董仲舒对先秦孔孟儒家学说

的继承与创新，形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先秦时期的

孔孟学说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思想体系，孔孟儒

家学说的思想内涵丰富，“仁、仁政、德、义、礼”

等思想构成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董

仲舒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继承孔孟学说的基础上，

革新原有思想，如“天人合一”、“天人感应”、

“君权神授”、“三纲五纪”、“天道”、“受命

于天”、“大一统”等许多新的思想，构成了董仲

舒的新儒学体系。董仲舒对孔孟学说的继承与创新，

形成的董仲舒新儒学学说，确立了儒家学说作为中

国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对中国传统的政

治、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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